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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谋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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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身“ 店 小 二 ”

到邮局买菜去
邱海峰 王青青

去邮局，除了办理寄包裹、收发信等邮政
业务，还能干啥？记者日前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水碓子邮政支局看到，前来邮局的刘女士并没
有去寄信发包裹，而是选购了一大包水果蔬菜

“变废为宝”显创意

和日用品。“我是邮政惠民生活驿站的会员，
从它开业以来，已在这儿消费了几千元。不光

近日，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信都学校开展“变废为宝”创意活动，老师
指导学生利用废旧物品制作手工作品，以此倡导低碳环保生活理念。图为学
生用废弃纸盒制作“小房子”模型。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是蔬菜和水果，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在这买，
既方便又便宜。”刘女士如是说。
刘女士口中的邮政惠民生活驿站，正是邮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局最新开展的业务。截至目前，北京邮政已在
全市范围内建成 30 多家这样的惠民驿站，南
京等地的邮局也开设了此类业务。从寄信去邮
局到买菜去邮局，邮局为什么这样转型？跨界
经营前景如何？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图为北京市民在邮政惠民生活驿站购物。

杜建坡摄 （新华社发）

关于邮局卖菜，水碓子邮局的惠民驿站负责
人告诉记者，从 2017 年下半年起，北京邮政开始
推动营业网点向便民中心的转变，除了提供普通
的寄送包裹、报纸杂志订阅服务之外，邮政营业
厅尝试建立惠民生活驿站，方便附近的居民买菜
购物。水碓子邮局就专门把营业厅约 100 平方米的
地方重新装修，建成了一个以销售新鲜水果蔬菜
为主、商品种类丰富的便民超市。
去年，北京市拆除违章建筑、治理“拆墙打
洞”，整治城市环境，规范商业经营。在此过程
中，一批临街民宅首层改建成的烟酒行、卖菜
点、面馆、杂货店进行了清理，一时间，社区里
干净了许多、清静了不少，但老百姓感觉生活不
方 便 成 了 新 问 题 。“ 整 治 城 市 卫 生 环 境 是 必 要
的，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老百姓买菜等造成
了不便。”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朝阳分公司
总经理袁喜对记者说道，这个时候邮政得天独厚
的网点优势就发挥了作用，邮政惠民生活驿站的
出现给广大居民带来了方便。
记者发现，尽管惠民驿站西面不远处有一家
中型综合超市，但这里依旧有不少顾客。
“ 毕竟这
儿还是离小区更近一点，我也比较信任邮政，而且
价格还很实惠。比如说这个椰子吧，这么大一个只
要 10 块钱，外面的超市有时候能卖到二三十。而且
这里能营业到晚上 10 点、11 点，真的很方便。”刘
女士基本每天都会到这儿购物，提起这里商品的
价格和购物的便利，她赞不绝口。
惠民驿站收银员表示，开业以来，邮局一直
在不断丰富商品种类。目前销售约 500 种商品，
其中仅干货就有 200 种。现在，这里的每日客流
量在 300 至 500 人之间，日营业额大概在 7000 元
左右。
袁喜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朝阳区已
有 6 家这样的邮政便民超市开业，还有多家店面
在紧张地筹备中，争取 6 月底可以有 12 家店面开
张营业。未来，北京邮政所有网点中，如果能有
1/3 开展这类业务，那就意味着将有超过 200 家
这样的惠民生活驿站。

销售水果蔬菜是北京邮政采取的便民措施和
实行多样化经营模式的尝试之一。北京邮政有关
负责人透露，现在北京邮政已与北京义利食品公
司建立了合作关系，除水果蔬菜之外，下一步邮
政还将引进糕点和主食，供附近居民选购，为大
家提供更丰富的商品选择。此外，新华书店也在
和邮政洽谈，计划利用营业厅闲余地方，设立读
书区域，为市民在炎炎夏日提供读书避暑新去
处。
借助邮政覆盖全国的各类服务网点和完善的
物流系统，中国邮政还推出了电商品牌邮乐网
——融合线上网购和线下零售于一体的购物服务
品台。袁喜介绍说，“邮政正在大力发展线上电
商，结合我们完善的线下投递业务，希望可以实
现用户打个电话或者网上下单，我们送货上门的
一条龙服务。”
此外，北京邮政积极与北京郊区的农户合
作，将京郊名优特果蔬更加快速便捷地销售出
去。大兴西瓜、昌平苹果、平谷大桃、房山柿子
和怀柔板栗都可以通过邮政的线上平台和线下网
点，走上更多北京市民的餐桌。
从邮政业务到零售、电商，这样的转型在
袁喜看来是势在必行的。袁喜表示，随着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邮政的传统寄递业务面临着
巨大冲击。邮局的信函和普通包裹收发量连年
降低，整个邮政系统都呈现出萎缩的趋势，“我
们作为企业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经营、转
型发展。”
“在邮政传统业务量下降之时，邮政一系列
新举措较好地利用了其完善的营业厅网络、物流
系统，既方便百姓，又助力邮政转型，帮助企业
实现增收。”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
玉伟认为，邮政业务主要是包裹信件投递和杂志
报纸订阅，这些服务都非常贴近百姓生活，和人
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此外，邮政很多营业厅都
临街或者靠近社区，和民众接触频繁，一直是便
民服务的中心，这样的跨界能充分发挥其自身优
势。

转型并非易事。水碓子邮局的惠民生活驿站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超市尚未实现盈利，
“算上此前装修花的钱、每天的日常费用和 6 个员
工的工资，我们的成本并不低。此外，我们品牌
的知名度还有待提高，消费者仍不太熟悉邮政商
超。但是相对于刚开业的时候，现在已经有所起
色了，目前来看，再过两三个月应该就能实现盈
利了。”
袁喜表示，邮政惠民生活驿站的确还存在商
品种类少、模式不完善、渠道单一等问题。“以
前邮政是以产品为中心，无论用户接不接受，我
们就是提供这些业务和单一的工作模式。现在要
转变成以用户为中心，就是老百姓、用户和社会
需要些什么，我们就应该提供什么。”袁喜认为，
邮政需要不断提升内部管理组织能力，创新经营
手段和模式，提高用户体验，在建渠道和搭平台上
多下功夫，使进货渠道和商品流通环节更畅通。
困难不少，但袁喜对邮政的转型方向有信心。
“惠民商超、邮乐网、京郊商品流通等这一系列措施
都可以反映出，像邮政这样的传统国企的转型，不
仅势在必行，
而且有很大发展空间。
”
袁喜说。
高玉伟认为，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仍需攻
坚克难。邮政在零售、电子商务方面都是初次尝
试，在这些领域的专业性有待市场检验，所以转
型能否持续并发展壮大，还要看企业未来的具体
经营情况。此外，邮政选择生鲜产品零售和在线
销售为切入口，在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向
成熟的电商企业看齐，促进销售平台、用户与物
流的无缝对接，着力降低生鲜冷链的运输成本，
不断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事件
新闻

杭州：幼儿园里的“跳蚤市场”

贫困群众实现就业创业，是精准扶贫工作
的一项有力措施。平乡县作为国务院国资委定
点帮扶县，在国资委的指导和帮助下，将“就
业创业脱贫一批”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把
“金钥匙”，依托“40 项培训工程”，实现了户户
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走出了一条就
业扶贫改革实践之路。

手工业培训：不出家门就能挣钱
“通过就业培训，我掌握了缝纫机技术，政
府还给资金帮我们购置设备，现在不出家门就
能挣钱。”日前，在平乡县后营村，通过参加县
里手工业培训成功脱贫的王瑞霞高兴地说。
王瑞霞是平乡县首批缝纫机培训班的一
员。近年来，平乡县将家庭手工业作为精准扶
贫的有力抓手，依托自行车童车、纸制品等特
色产业，把家庭手工业作为扶贫产业培育，将
布套加工、童车组装等一些可以搬出车间进家
庭、而且要求不高的手工生产环节放到周边贫
困村，让贫困户进行来料加工。为鼓励全县留
守妇女、下岗失业妇女、贫困妇女参与到手工
业项目中去，该县依托县职教中心等机构，实
施了“手工业十大培训工程”，陆续免费开展了
童车、儿童玩具、老粗布纺织等手工技能培
训，累计开展培训班 109 期，受众达 5000 余人
次，切实提升了困难妇女的就业本领，拓宽了
她们的就业渠道。
目前，全县已经形成了 56 个加工、制造、
组装手工业扶贫片区，2900 多个贫困户依靠家
庭手工业稳定脱贫，户年均增收 2 万多元。

电商培训：从农民到老板

河北平乡就业创业培训助贫困群众踏上﹃致富路﹄

跨界经营挑战多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幼儿园西溪分园举办了一场绿色淘宝﹃跳
蚤市场﹄活动。孩子们和家长把家中闲置的书籍、玩具拿到﹃跳蚤市场﹄上
进行售卖和交换。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培 训 ，让 脱 贫 有 了﹃金 钥 匙﹄

面对冲击谋转型

赵红雨 张险峰

邮局卖菜业务忙

本报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邱海峰）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在江苏省江
阴市华西村举行 2018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启动
仪式，今年活动主题为“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据悉，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是由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主办，全国各行各业共同参与的一项全国性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今
年是第十七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也是应急管
理部组建后的首个“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尚勇强调，国务院安委会各成
员单位和各级安委会要组织创作传播推广一批接地气、富有感染力的安全宣
教精品，在各地电视节目滚动播发一批安全警示提示字幕信息，普及安全知
识和应急技能，促进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
“ 安全生产万里行”要侧重
安全生产重点行业和企业、风险隐患较大的地方，挖掘提炼一批基层创造的鲜
活经验，曝光一批反面典型，向全社会敲响安全警钟。同时，对发现的问题不能
一报了之，要跟踪调查，督促真正整改到位，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

“县政府非常支持我们的电子商务事业，免
费给我们请来讲师授课，还建立了电子商务产
业园，这些对我们的帮助都非常大。”凭借在网
上销售童车，平乡县艾村的贫困户杨晓波实现
了从农民到老板的转变。
好的产品要走出去，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电
子商务。目前，平乡县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自
行车零配件生产基地，该县平均每小时有 2 万辆
童车销往海内外。依托产业优势，平乡县紧紧
抓住“互联网+”机遇，引导贫困群众，特别是
“80 后”、“90 后”的年轻人把家庭手工业产品放
到淘宝、京东等网上各大平台，拓展网络市场。
该县专门制定了电子商务发展扶持政策，创
新实施“电商十大培训工程，重点围绕电商基础
知识、常用技术、网页制作技术、网络营销等方
面，通过电商大讲堂、高峰论坛等活动，邀请专家
和学者进行技术指导、知识培训。通过强有力的扶持，
“ 产品圈+网商圈+增值
圈”的农村电商生态圈在平乡县初步形成。目前，全县登记各类在线电子商务
（企业）网店达到上万家，2017 年网络直接交易额超过 30 亿元。78 个新建档立卡
贫困村中，有 38 个村实施了电商扶贫项目，成为贫困农民的重要增收渠道。

农技培训：让农产品卖到北京
“前几年白菜论斤卖，最多也就一两毛。现在论棵卖，一棵卖到十几块，
每亩地收入达到 1 万多元。没想到现在我们的白菜卖到了首都。”平乡县西豆
庄贫困户段树坤感慨万千。
平乡县在扶持节固乡滏阳河两岸的西豆庄、西李庄等贫困村发展“贡白
菜”种植过程中，从开始平整土地给补贴，中间提供技术给支持，最后联系
市场帮销售，全程参与帮扶。针对有能力、没门路，或是家中上有老、下有
小，离不开家的这些贫困户，平乡县结合贫困户实际情况，因势利导，大力
发展畜养、种植等特色产业。紧扣精准扶贫培训主题，通过“摸清意愿+免费
培训+推荐就业”模式，实施了“农技二十项培训工程”，重点围绕香菜、香
芹、白菜等蔬菜种植，核桃、苹果、冬桃等林果种植，牡丹、芍药、葵花等
特色种植，生猪、绵羊、鸡等家畜养殖，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专业技
能教育培训活动，让贫困户掌握一技之长。
目前，全县已经形成 3 个农业种植片区。农技培训拉长了产业链，扩大就
业容量，带动更多人脱贫。

